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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里程佳節慈善夜 2018
症、指日可期。
統計數據顯示，癌症是本國華裔人士的頭號致命
病症。臨床經驗所知，加國華裔有四種癌症的發病率
較加國白種人高，這包括鼻咽癌 ( 頭頸部 )、胃癌與
結腸癌、肝癌，以及某類肺癌。

（本报讯）加港新里程獅子會謹訂於 2018 年 12
月 9 日星期日於萬錦市 Crystal Fountain Ballroom
主辦第 11 屆新里程慈善晚宴晚宴，主題為“新里程
佳節慈善夜”受惠機構為瑪嘉烈公主癌症中心，目標
希望籌得加元 $25000 資助頭與頸部癌症的研究。藉
慶賀普世歡騰的時刻，體現出人類彼此合作，和諧共
融的精神；並將持續秉承獅子精神，落實參舆，具體
支持，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，為善身體力行，亦透過
本地之文藝交流項目，擴闊視野。

瑪 嘉 烈 公 主 癌 症 中 心 (Princess Margaret
Cancer Centre) 是全球最頂尖的 5 大癌症研究中心
之一。該中心是加拿大唯一專門致力於癌症科研及病
人護理的綜合設施，服務涵蓋超過 200 種癌症。瑪嘉
烈公主癌症基金會為癌症中心籌款的願景是戰勝癌

晚宴邀請城中傑出之表演嘉賓亦包括各共同主
席，榮譽共同主席及會長，進行籌款義演
Club President 本會會長：
梁覺鴻 ( Paul Leung )
Co-chairs 共同主席：
Tom Gordon (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
from Canada, LCI)
Margaret Law 羅 小 雲 ( Founding Advisor of
the club, Former Region Chair, A-16)
Castro Liu 廖 立 暉 議 員 ( Councillor, Town
of Richmond Hill )
Amanda Yeung Collucci 楊 綺 清 議 員 (
Councillor, City of Markham )
Honorary Co-chairs 榮譽共同主席：
Mimi Chau, 關 周 美 蘭 ( President of Wah
Lung Labels)
Annie Chan
更有各歌手合力演出以合唱組合或流行樂曲獨

唱匯串，籌得款項直接交給 the Princess Margaret
Cancer Foundation 亦獲受惠當局發出之退稅收據。
在本會網站亦已接通瑪嘉烈公主癌症基金為本會設定
的捐款連結
本會網站 www.newhorizonlions.org
瑪嘉烈公主癌症基金捐款連結 http://thepmcf.
ca/horizongala2018
本會非常感謝 Wah Lung Labels 作為晚會主題
贊助。
希望各界好友，踴躍捐贈，共襄善舉。晚宴當晚
節目豐富，榮幸邀得資深香港名歌手 Don Choi 為重
量級表演嘉賓，傾情演出；加拿大舞蹈錦標賽冠軍得
主表演助興。還有靜態拍賣，慈善抽獎及排舞，社交舞。
來賓定必盡興而歸，更榮幸邀得廖立暉及楊綺清两位
議員為大會司儀；Albert Au Production 為制作公司，
張永華為現塲音樂伴奏。
Talent Show stars 慈善表演嘉賓包括 :
·Billy Duong
·Grace Sun
·David and Maybo
Charity stars 慈善之星：
·Ambrose Cheng and Choir
·Rebecca Kock
·Margaret Tam
·Iris Lam
·Mei Leung
·Joseph Poon
·Nancy Maria & Sam Leung
·Joanna Chan
·Chi Tak Wong
·Becky Lui
·Hidy Chu
·Esther Wong

当代中国画坛【齐氏双杰】画展多伦多开幕

（本报讯）由北美艺术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当代画
家家齐美生、齐美建山水画画展日前在多伦多开幕。
齐氏二兄弟是中国少数民族 ( 回族 ) 著名山水画
家，俩兄弟专攻中国山水画。他俩的作品中表现出青
峰翠峦，云雾烟雨弥漫，山水俊秀，气势恢弘，博大
神韵，笔墨刚柔并济，墨色中突出动感和韵律，令人
振奋，心旷神怡。
许多参观者欣赏了他们的画作后，使观者有身临
其境之感，墨丹青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血，千百年來，
流淌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，伴隨著中國人走遍世界每
一個角落，以其獨特的藝術語匯詮釋了中華文化的深

刻內涵，以其博大精深的筆墨精神。
二人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【齐氏双杰】。
画家简介
齐美生，中国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高级美术
师，作品多次出版发行和参加国內外美术展览并获奖，
1992 年齐美生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入《中国当
代美术家人名录》;2011 年，作品获江西省山水画美
展二等奖 ;2012 年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《齐
美生山水画选集》;2013 年至 2017 年，作品三次在
法国留尼汪省省会展出，当地政府给画家颁发了荣誉
证书 ;2014 年，作品入选庐山博物馆 100 米长卷并收
藏，2015 年作品在莫斯科展出，并被莫斯科孔子文
化促进会聘为中方艺术委员会委员，其中三件作品被
中国驻俄罗斯领事馆、俄罗斯艺术家协会、俄罗斯科
斯特罗马国立工艺美术大学收藏 ;2017 年，作品入选
加拿大第二届国际文化艺术节展览，并获水墨画金奖。
2018 年，作品参加呤赏烟霞 ~“中国庐山名家书画展”
荣获杰出艺术成就金奖。
齐美建，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江西省中国画
学会理事，庐山美术家协会理事 ;2014 年，作品入选
庐山博物馆 100 米长卷并收藏 ;2015 年，作品在莫斯
科展出，并被莫斯科孔子文化促进会聘为中方艺术委

员会委员，其中一件作品被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国立大
学收藏 ;2017 至 2018 年，作品两次在法国留尼汪省
省会展出，当地政府给画家颁发了荣誉证书 ;2017 年，
摄影作品入选第 26 届中国摄影艺术展 ;2018 年，作
品参加吟赏烟霞～“中国庐山名家书画展”并获水墨
画卓越艺术金奖。
齐氏二兄弟的作品极具收藏价值，展出期间价格
有优惠。
著名剪纸艺术家李西秦、著名书法家李祥民的作
品同时展出。时间：2018 年 9 月 1 至 9 日。 举办地点：
Improve Canada Mall 大堂。
Address: 7250 Keele Street, Vaughan, ON
L4K 1Z8。

